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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延续护理对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3年10月至2016年2月南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收治的62例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1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

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延续护理干预。采用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价患者的睡眠质量，生

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74（GQOL-74）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差异。结果：干预前，

两组PSQI各项评分及总评分及GQOL-74各项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 05）。干预后，观察组PSQI各项评

分及总评分低于对照组（P＜0. 05）；除物质生活评分外，观察组躯体健康、心理功能及社会功能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均P＜

0. 05）。结论：对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采取延续护理干预，能改善患者睡眠困难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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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肝性脑病是神经中枢系统功能失调引起

的综合征，是最严重的肝硬化并发症，具有较高的病

死率[1]。不同肝细胞迫害水平、种类不同肝病、发病急

缓及起因不同，临床表现也不同，因此肝硬化肝性脑

病临床表现复杂多变，虽然早期症状具有变异性，但

肝性脑病患者也存在共性 [2]，如经常性昏迷、性格失

常、行为失常、智能改变及意识障碍，严重时将使患者

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3]。为了改善肝硬化肝性脑病

患者睡眠和生活质量，本研究以 62例肝硬化肝性脑

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干预前、后患者睡眠和

生活质量水平变化，探讨延续护理对肝硬化肝性脑病

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年 10月至 2016年 2月在南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接受治疗的 62例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1例。对照

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给予延续护理干预。观察组男21例，女10例；年

龄 46～72 岁，平均（56. 4±7. 2）岁；体重 48～76 kg，

平均（56. 7±8. 1）kg；酒精性肝硬化 9例，乙型肝炎肝

硬 14例，丙型肝炎肝硬化 8例。对照组男 22例，女 9

例；年龄 44～73 岁，平均（56. 7±7. 5）岁；体重 49～

77 kg，平均（55. 9±7. 9）kg；酒精性肝硬化 11例，乙型

肝炎肝硬化13例，丙型肝炎肝硬化7例。两组患者性

别、年龄及肝硬化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P＞0. 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所有患

者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批准。

1. 2 方法

所有患者住院期间均采取常规护理干预，出院时

均给予出院宣教及健康指导，包括饮食活动指导、日

常护理指导、预防并发症及要求复诊等，并对两组患

者生活质量进行问卷调查。对照组患者每月进行电

话随访并给予患者电话咨询，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给予延续护理，出院半年后患者回院复查，再次对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进行问卷调查。

延续护理方法：（1）建立档案：出院时记录患者家

庭住址和联系方式，教患者填写延续护理档案，告知

患者电话随访及家庭随访意义，获得患者同意。（2）制

定方案：出院时评估患者未解决及潜在健康问题，针

对患者不同情况制定护理方案。（3）电话随访：出院后

每周进行 1次电话随访，每次 15 min左右，对患者日

常生活监督指导，并回答患者及家属咨询问题。（4）家

庭随访：出院后每月进行 1 次家庭随访，每次 1 h 左

右，实地了解患者日常生活情况，多和患者沟通，解决

患者及家属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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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内容：（1）指导用药：阐明药量大小、使

用时间及方法，分辨疗效与不良反应。（2）病情观察：

观察并记录患者生命体征，包括体温、脉搏、呼吸、血

压等，发生不良情况及时通知医护人员或入院就诊。

（3）日常生活护理：指导患者规律生活，保证充分睡

眠，保持心情愉悦，不要用力排便等。指导患者进行

科学、合理的卧床静养，减少体能消耗，减轻肝脏负

荷。患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量活动，不宜感到疲劳

或乏力，长期卧床患者需定时翻身活动。（4）心理护

理：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多沟通，观察患者心理变化，

掌握患者心思，进行沟通疏导。（5）饮食护理：食用高

热量、高蛋白及富含维生素食物，细嚼慢咽，减少就餐

量增加就餐次数，避免难消化、刺激性强的食品。合

并腹水患者，给予高蛋白低盐饮食；不能进食昏迷患

者，给予鼻饲低脂低盐、清淡流食，通过静脉输液补充

每日营养。

1. 3 评价指标

1. 3. 1 患者的睡眠质量评价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量表（PSQI）评价患者最近 1个月的睡眠质量 [4]，

PSQI由 19个评和 5个他评条目组成，而其中 18个条

目组成 7个因子，每个因子按 0～3分等级计分，累积

各因子成分得分为 PSQI 的总分，总分范围为 0～21

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1. 3. 2 生活质量评价[5] 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

卷-74（GQOL-74），对患者躯体健康、心理功能、社会

功能及物质生活各项进行评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

越高。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

较采用χ2检验，以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PSQI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 PSQI 各项评分及总评分无明显差

异（均 P＞0. 05）；干预后，观察组 PSQI各项评分及总

评分明显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 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PSQI评分比较（分，x ± s）

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P＜0. 05。

2. 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GQOL-74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GQOL-74各项评分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 05）；干预后，除物质生活评分

外，观察组躯体健康、心理功能及社会功能的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均P＜0. 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GQOL-74评分比较（分，x ± s）

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P＜0. 05。

3 讨 论

肝硬化肝性脑病近年来发病率有逐渐上升的趋

势，严重者可导致昏迷，对患者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极大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其发生和发展受很

多因素的影响，如基础疾病、各种诱因、情绪、吸烟、酗

酒、饮食等，患者如果未能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不能

有效控制危险因素，也将影响其预后而降低生活质

量。因此，对于肝硬化肝性脑病的患者，不仅需要在

患者住院期间进行必要的护理干预，而且在患者出院

后，还应采取必要的护理干预措施，即延续护理干预

措施，以真正改善患者的预后状况及生活质量。传统

概念中患者护理只限于住院患者，出院后就终止了护

理服务［7］。一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患者，会因为病

情得到稳定，症状得以控制而出院，并非完全健康痊

愈，所以出院后仍然需要得到适当的护理帮助［8］。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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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护理是整体护理的一部分，从住院护理延伸到院外

护理，满足患者出院后护理需求［9］。延续护理主要通

过填写档案、电话随访及家庭随访的方式监督指导患

者用药、观察病情、日常生活护理、心理护理、饮食护

理等，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10］。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两组PSQI各项评分及

总评分及 GQOL-74 各项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干预后，观察组 PSQI 各项评分及

总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除物质生活评分外，观

察组躯体健康、心理功能及社会功能的评分均高于对

照组（均 P＜0.05）。表明延续护理通过指导患者用

药、观察病情，满足了患者基本护理需求，使患者了解

病情，在发生不良情况时能及时发现，及时通知医务

人员或入院就医［11］，患者的躯体健康、心理功能和社

会功能得到改善。同时，延续护理指导了患者日常生

活护理，让患者规律作息，适量活动，保障患者睡眠质

量，患者睡眠质量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对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采取延续护理

干预，能改善患者睡眠困难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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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中的部分禁用词

1. 对有身体残疾的人士不使用“残废人”、“瞎

子”、“聋子”、“傻子”、“弱智”等蔑称，而应使用“残疾

人”、“盲人”、“聋人”、“智力障碍者”等词语。

2. 报道各种事实特别是产品、商品时不使用“最

佳”、“最好”、“最著名”等具有强烈评价色彩的词语。

3. 医药报道中不得含有“疗效最佳”、“根治”、“安

全预防”、“安全无副作用”等词语，药品报道中不得含

有“药到病除”、“无效退款”、“保险公司保险”、“最新

技术”、“最先进制法”、“药之王”、“国家级新药”等词

语。

4. 对各民族，不得使用旧社会流传的带有污蔑性

的称呼。不能使用“回回”、“蛮子”等，而应使用“回

族”等。也不能随意使用简称，如“蒙古族”不能简称

为“蒙族”，“维吾尔族”不能简称为“维族”等。

5.“穆斯林”是伊斯兰教信徒的通称，不能把宗教

和民族混为一谈。不能说“回族就是伊斯兰教”、“伊

斯兰教就是回族”。报道中遇到“阿拉伯人”等提法，

不要改称“穆斯林”。

6. 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是中国

的一个省。在任何文字、地图、图表中都要特别注意

不要将其称作“国家”。尤其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名称

连用时，应格外注意不要漏写“国家（和地区）”字样。

不得将海峡两岸和香港并称为“两岸三地”。

7.“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为对应概念，

“香港、澳门”与“内地”为对应概念，不得弄混。不得

将台湾、香港、澳门与中国并列提及，如“中台”、“中

港”、“中澳”等。可以使用“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

湾”或“京港”、“沪港”、“闽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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